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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本报告

第四节“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6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海尔生物 688139 /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艳莉 / 

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丰源路280号海尔生

物医疗新兴产业园 

/ 

电话 0532-88935566 / 

电子信箱 haierbiomedical@haierbiomedical.com /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202,082,178.40 3,039,996,721.73 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564,504,489.72 2,453,448,658.70 4.5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32,798,396.85 104,479,551.85 122.82 

营业收入 594,633,258.54 441,017,200.88 3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4,861,046.09 83,348,886.13 8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7,825,969.05 75,361,421.35 56.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14 7.24 减少1.1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9 0.3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9 0.35 40.0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9.86 10.78 减少0.92个百分点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89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

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 数量 限售股份数

量 

数量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1.73 100,591,463 100,591,463 100,591,463 无 0 

上海君和立成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奇君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25 64,207,317 64,207,317 64,207,317 无 0 

青岛海智汇赢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海创睿股权

投资基金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13 32,103,659 32,103,659 32,103,659 无 0 

天津海盈康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87 12,261,689 12,261,689 12,261,689 无 0 

天津海创盈康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63 11,517,739 11,517,739 11,517,739 无 0 

中国医药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84 8,989,024 8,989,024 8,989,024 无 0 

北京中财龙马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龙

汇和诚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57 8,132,927 8,132,927 8,132,927 无 0 

普信投资公司－客

户资金 

未知 1.12 3,540,400 0 0 无 0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00 3,170,718 2,542,818 3,170,718 无 0 

钟伟澜 境内自

然人 

0.82 2,600,000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海创睿将其

持有的海尔生物 10.13%的表决权全部委托给海尔集团公司行使，

除此之外，公司未接到上述股东有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协议

的声明。2、公司未知上述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并迅速在全球蔓延。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中国经

济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也令世界经济形势愈加错综复杂。 

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市场造成严重影响和冲击下，公司上下同心合力，内外求索。对内苦

练内功，增强研发、供应链、市场等各项组织能力建设，夯实持续发展基础；对外紧扣用户需求，

吸引攸关方生态共创，提升生物安全场景方案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各项经营指标呈现良好增

长态势，实现营业收入 59,463.33 万元，同比增长 34.83%；利润总额 17,377.48 万元，同比增

长 78.59%；归母净利润 15,486.10 万元，同比增长 85.80%。 

2020年上半年公司主要经营成果如下： 

1、面对疫情积极应对，紧抓机遇加速发展 

一季度，随着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国内经济活动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进入二季度，国内

疫情防控成果逐步巩固，但海外疫情仍在持续快速蔓延，挑战依然存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公司第一时间加入抗击疫情行动，向武汉、青岛等地紧急捐赠价值 500 余万元的生物安全柜、超

低温保存箱等专用医疗设备；同时，公司上下同心合力，积极组织复工生产，全力保障产品供应，

向包括武汉金银潭医院、中部战区总医院、军事医学科学院高防护级别帐篷实验室等在内的全国

1000 余家医院、300 余家疾控中心提供生物安全相关产品及解决方案，为前线疫情防控工作贡献

企业的一份力量。 

面对停工停产导致的药企、高校、科研等重要渠道严重受阻的不利形势，公司积极应对，加



快推进供应链优化、场景方案转型、市场网络升级以及技术研发迭代等各项能力建设，实现了上

半年各场景业务板块的增长。其中，生物样本库场景（含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28,340.78万元，同比增长 14.72%；药品及试剂安全场景实现销售收入 13,479.13 万元，同比增

长 2.57%；疫苗安全场景实现销售收入 15,232.64万元，同比增长 299.28%；血液安全场景实现销

售收入 1,809.71万元，同比增长 4.86%。 

（1）供应链优化：上半年，生物安全柜、超低温保存箱等抗击疫情直接相关产品需求旺盛，

在诸多不利影响下，公司高效整合供应链系统，提前组织复工生产，保障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

其中，生物安全柜产品增长尤其显著，收入同比增长 141%，成功进入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中

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等一批高端用户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有力提升了产品口碑与

市场影响力。 

（2）场景方案转型：公司始终致力于从单一产品向场景方案转型升级。在疫情影响下，场景

用户需求更加集中，公司紧抓市场机遇，链接优势资源，推出涵盖低温存储设备、生物安全防护

设备、消毒灭菌设备等在内的 PCR实验室、P2实验室、移动方舱等系列场景综合方案，为用户提

供一站式服务。相应的，场景用户交互方式也在持续创新，公司与行业专家共创线上直播、云端

体验等“体验云众播”，上半年共进行线上场景直播 23 场，其中海外 11 场，单场最高观看量超

30万，使用户及合作方在疫情期间仍然能够近距离了解公司，得到广泛关注与好评。 

（3）市场网络升级：当前，分级诊疗制度逐步落地，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加强，医疗

资源下沉的市场趋势越来越明显，为快速推进以物联网方案业务为代表的场景综合解决方案，公

司的市场网络体系也在同步进行动态优化。一方面，秉承开放共创的理念，机制创新吸引事业合

伙人一起共创共享，持续推动新网络的拓展和资源整合；另一方面，内部建设形成“区域→渠道

→场景”的一线市场团队，从传统的产品销售升级为用户场景体验交互者，提升用户覆盖范围，

增强用户粘性，创造用户最佳体验。 

（4）技术研发迭代：上半年，公司持续吸引用户及生态方参与共创，积极推进全系列产品升

级，不断丰富产品阵容。此外，公司加大了对整个生物安全领域产品及方案的研发投入，加速生

物安全业务布局。疫情期间，生物安全类产品需求激增，公司集中力量，先后研发并上市了医用

空气消毒设备、负压隔离设备、高压灭菌设备等产品，自主研发的首款离心机产品也在报告期内

完成测试并已于 2020年 7月份上市。 

2、聚焦场景用户体验，物联网方案业务持续高成长 

报告期内，公司物联网解决方案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9,745.29 万元，同比增长 101.25%，“自



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条推进主线均取得突破。尤其上半年物联网方案业务收入占总收入比

重达到 16.39%，高于 2019 年 14.5%的收入占比，物联网转型效果日趋明显。 

截至报告期末，物联网智慧疫苗接种解决方案全国触点网络数量已经破千，单个“触点”到

“城市网”整体复制的模式也在持续推进中，报告期内已经于哈密市伊州区、漯河市召陵区、广

州市南沙区等地建成了区域网，为下一步城市网的推进奠定了扎实基础。面对疫情下接种点如何

安全运营的痛点，物联网智慧疫苗接种方案通过技术迭代和生态共创，为接种点提供分时预约、

空气消毒、红外体温监测、手卫生管理等成套服务，保障用户体验迭代。上半年，物联网智慧疫

苗解决方案实现收入 4,831.76万元，同比增长 241.18%。 

物联网生物样本库管理解决方案在上半年持续突破国内外高端市场。国内市场方面，在制药

渠道因疫情受阻的情况下，新进入君实生物、万泰生物等知名药企，创造差异化用户体验；海外

市场方面，公司相关产品接连进入瑞士、葡萄牙、新加坡、丹麦等国家的高端用户，高端品牌形

象持续强化。同时，公司紧抓 PCR 实验室等机会，加大自主研发和生态共创，致力于提供一站式

的全场景综合解决方案，打造物联网时代的生态品牌。 

此外，公司“面向智慧医疗的疫苗与血液大数据管理平台建设与应用示范项目”进入工信部

“2020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名单”，行业口碑持续提升，有利于后续业务的推广复制。 

3、双轮驱动共同发力，海外市场增长强劲 

公司一直将海外市场作为重要发展战略。报告期内，面对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造成的严峻

挑战，公司通过自身供应链能力的提升，在保证国内产品供应的同时，全力保障海外订单转化，

持续深化全球布局。上半年海外市场实现销售收入 20,827.65 万元，同比增长 145.40%，其中，

海外经销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11,036.89 万元，同比增长 70.63%，海外大项目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9,790.75万元，同比增长 384.98%。 

海外项目业务：全力保障订单交付，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凭借高效的供

应链系统整合，连续交付毛里塔尼亚、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门等多个大型项目；从目

前在手订单及项目信息漏斗情况来看，海外项目业务具有良好的可持续性。此外，公司不断提升

产品及方案竞争力，2020年二季度，公司新增 4个型号产品取得世界卫生组织（WHO）PQS认证，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共有 20个型号入选 PQS目录，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海外经销业务：加强网络体系建设，品牌影响力持续增强。报告期内，公司凭借产品方案竞

争力，在欧洲、美洲、亚太等区域赢得了用户及合作伙伴的广泛认可，市场网络体系建设进一步

加强，网络拓展兼具“量”与“质”。上半年公司新增海外经销商网络 74 家，截至报告期末，海

外经销商网络总数已经超过 300家；新增 74家经销商上半年收入贡献占海外经销收入比例达 20%，

全球网络建设成效显著。同时，公司积极与海外专家共创，通过线上直播、远程培训等多种方式，



加速产品方案在海外市场的融合，不断提升公司在海外主流社交平台及媒体的声量，进一步扩大

了全球影响力。 

4、生态布局拓展，探索”体验云”平台 

公司坚持“网器→场景→生态”的战略发展方向，致力于实现与用户、生态圈利益攸关方的

共赢增值，打造物联网时代生态品牌。报告期内，公司 Ubiquitous Biobank生物样本云平台上线，

该平台在整合样本、数据、物流等多方资源的基础上，面向医疗、生物、制药、科研、医学教育

等领域的用户，提供完整的线上线下综合增值服务。科研工作者可以通过平台，进行科研合作及

样本数据应用交流，共同提高生物样本利用率水平，提升样本库的科研产出，加速科研成果的转

化。这不仅有助于打造生物样本领域的共创共赢生态体系，也是公司从硬件收入向服务、平台等

收入延伸的有益探索。 

5、整体搬迁完成，保障未来可持续发展 

公司新生产基地于 2019年底投产启用，新厂区的理论设计产能为 20万台/年，设计产能的扩

大有助于公司发挥规模效应，提前储备生产能力，应对未来市场需求。同时，公司于上半年完成

办公地址的搬迁工作，各业务部门已全部迁至新产业园，保证了全流程各节点能够进一步围绕用

户需求快速响应、协同作战，满足用户最佳体验。新产业园的整体搬迁，为公司在保持领先地位

的同时进行拓展布局奠定基础。 

6、重视员工价值，激发人才动能 

公司秉承“人单合一”的核心价值观，建立起基于引领目标的增值分享激励机制，激发全体

员工的创业激情，驱动全员主动抢高目标并为之奋斗，从而实现高价值分享。同时，积极推动组

织升级，全流程各节点形成快速满足用户需求的链群组织，各节点同一目标，通过“链群合约”

事前确定引领目标和增值空间，事中相互协同倒逼，事后高分享到人，激发人才动能，鼓励员工

在创造用户价值同时实现自身价值。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根据 2017 年 7 月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需执行新收入会计准则。新收入准则主要调整包括：1.将原收

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2.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并以控制权转移替

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3.对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

更明确的指引；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根据新收入



准则中衔接规定的要求，公司不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进行追溯调整，仅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

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公司将按照规定相应变更收入会计准则。执行新收入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亦不会导致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具体情况

请见公司于 2020年 3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